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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粒体自噬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研究进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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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线粒体自噬是细胞通过自噬清除受损或过剩线粒体的过程，是线粒体质量控制的重要机

制。线粒体是真核细胞进行能量代谢的主要场所，为细胞活动提供所必需的能源物质。近年来，线

粒体功能障碍被认为在阿尔茨海默病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线粒体自噬通路的受损更加剧了这一

损伤。本文就线粒体自噬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作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，为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疾病

进程提供理论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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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尔茨海默病（Alzheimer disease，AD）是一种

逐渐进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，严重威胁老年人

群的健康［1］。据《2016 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》显

示，计至 2050 年，世界老龄人口将高达 15 亿，占

总人口数的 15％左右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

加剧，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逐年上升，统计数据

表明，2010 年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已跃居世

界第一位。

线粒体是真核细胞的能量供应站。线粒体功能

障碍将导致能源物质产生减少，活性氧簇（reactive 

oxygen species，ROS）大量释放，造成神经元的损伤。

线粒体通过自噬机制清除异常线粒体，维持细胞内

环境稳定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细胞中，线粒体自

噬过程受损，加速了疾病进程。本研究将就线粒体

自噬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作用作一综述。

一　线粒体自噬

自噬是一种溶酶体依赖性降解途径，涉及细

胞内长寿蛋白和受损细胞器的降解。根据细胞内底

物运送到溶酶体腔方式的不同，哺乳动物细胞自噬

分为三种方式：大自噬（macroautophagy）、小自噬

（microautophagy）和一些通过分子相伴随形成的自

噬（chaperone-mediated autophagy，CAM）。线粒体

自噬是一种选择性清除多余或受损线粒体的自噬过

程，是大自噬的一种，这一概念由 Lemaster 于 2005
年首次提出［2］。在营养缺乏、ＲＯＳ簇聚、细胞衰

老等外界刺激的作用下，线粒体发生去极化，被特

异性地包裹进双层膜结构的自噬体中，并经溶酶体

途径降解，从而维持细胞内环境的稳定。

二　线粒体自噬的主要调控机制

目前已知的线粒体自噬调节机制有几种，包括

调节线粒体去极化的 PINK1/Parkin 途径，与网织红

细胞成熟相关的 BNIP3/NIX（BH3-only protein）途

径，以及线粒体外膜蛋

白 FUNDC1（the mitochondrial outer membrane 

protein 1）介导的自噬途径。

1　PINK1/Parkin 途径

PINK/Parkin 途径是迄今为止关于线粒体自噬研

究最为深入的机制。既往观点认为，

当线粒体受损时，线粒体膜去极化，使 PINK1
得以稳定存在并在线粒体外膜聚集，并通过其激酶

活性磷酸化 Parkin，使其定位于损伤线粒体。Parkin

可使多种外膜蛋白泛素化，泛素化的外膜蛋白被

受体蛋白，如泛素连接蛋白 OPTN，p62，NDP52，

NBR1，TAX1BP1 等所识别，这些受体蛋白具有泛素

结合区域（ubiqitin binding domain，UBD）和 LC3 相

互作用域（LIR）序列，可同时结合配体至泛素标记

的线粒体和自噬小体，从而将线粒体募集至自噬通

路中［3］。近年来，Szargel 等的研究显示，在 Parkin

缺乏的情况下，其他的 E3 泛素连接酶，如 SIAH-1
也可引起线粒体外膜蛋白泛素化。这一过程仍需

PINK1 参与，提示磷酸化的泛素链是自噬受体所

识别的信号，而 Parkin 并不为这一过程所必需［4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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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zarou 等将海拉细胞的上述五种自噬受体敲除，以

研究它们在线粒体自噬中的作用。结果显示，OPTN

和 NDP52 单个敲除并未影响线粒体自噬，而当两

者均被敲除时，线粒体自噬受阻，表明 OPTN 和

NDP52 为线粒体自噬最基本的受体［3］。

2　Nix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

近年来的研究显示，Nix 是介导线粒体自噬的重

要蛋白，在哺乳动物网织红细胞的线粒体清除过程

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BNIP3 和它的类似物 Nix 属于

Bcl-2 家族，最初认为其与细胞程序性死亡有关。后

经证实，Nix 对网织红细胞的成熟过程中线粒体的清

除至关重要。Nix 可以通过其 LIR 序列与 LC3 相互作

用，诱导线粒体自噬。有研究表明，在 Nix-／- 小鼠

的网织红细胞中，自噬体的形成并未受到影响，而

吞噬过程受阻，提示 Nix 可能作为受体招募自噬机制

清除线粒体［5］。同时，Nix 也可通过与 Parkin 相互作

用介导线粒体自噬。在海拉细胞中，线粒体解偶联

剂 CCCP 诱导线粒体膜电位降低，Nix 为这一过程所

必需［6］。而膜电位的改变，是 PINK/Pakin 介导的线

粒体自噬中的重要一环。在缺氧条件下，低氧诱导

因子（hypoxia-inducible factor-1，HIF-1）可以促进

BNIP3 和 Nix 的表达，增强线粒体自噬，提示 BNIP3
和 Nix 在缺氧诱导的线粒体自噬中也发挥着作用［7］。

3　FUNDC1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

FUNDC1 是一种线粒体外膜蛋白，在缺氧环

境下，可诱导线粒体自噬的产生。FUNDC1 通过

其 LIR 区域与 LC3 相互作用而发挥作用。LIR 区域

的的突变或缺失可引起线粒体自噬障碍。研究证

实，FUNDC1 的敲除显著减少缺氧条件下的线粒体

自噬，而 FUNDC1 的表达增加可明显改善这一状况，

但是，在 LIR 区域突变细胞中未见这一改善情况。

以上研究表明 FUNDC1 作为线粒体自噬受体发挥作

用。FUNDC1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被 Scr 途径调节。正

常情况下，FUNDC1 被 Src 激酶磷酸化，从而抑制

其介导的线粒体自噬。缺氧条件下，Scr 活性降低，

FUNDC1 去磷酸化，与 LC3 作用增强，促进线粒体

自噬［8］。

三　阿尔茨海默病中的线粒体自噬

1　线粒体功能障碍与阿尔茨海默病

阿尔茨海默病以β- 淀粉样蛋白（amyloid-β 

protein，Aβ）沉积所形成的老年斑和 Tau 蛋白过度磷

酸化所形成的神经元纤维缠结（NFT）为主要病理特

征。研究发现，线粒体功能障碍在阿尔茨海默病早

期就已出现。异常的线粒体在神经元内聚集，导致

ATP 产生减少，氧自由基大量释放，促进 Aβ 的产

生，加剧 Tau 蛋白磷酸化。而 Aβ和磷酸化的 Tau 蛋

白对线粒体也有损伤作用。其线粒体的毒性作用主

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①与线粒体基质蛋白的相互

作用；②干扰线粒体分解、融合过程；③改变线粒体

动力学；④干扰能量代谢。因此，线粒体功能障碍在

阿尔茨海默病进程早期出现，加速 Aβ的产生和 Tau

蛋白磷酸化，而 Aβ和磷酸化的 Tau 蛋白反过来作用

于线粒体，进一步加剧线粒体损伤，形成一个“恶性

循环”，造成神经元的损伤［9］。

2　线粒体自噬与阿尔茨海默病

神经元内异常的线粒体通过线粒体自噬进行清

除。研究表明，PINK/Parkin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在阿

尔茨海默病进程发挥着调节作用。在 Du 等的研究中，

通过基因治疗手段提高 PINK 的表达可以促进 mAPP

小鼠脑中异常线粒体的清除，缓解突触的缺失和认

知功能损害，这一过程与活化自噬受体蛋白 OPTN 和

NDP52，增强自噬作用有关［10］。Ye 等发现，在 APP

转基因小鼠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内获取的神经元

中，线粒体膜电位发生去极化，募集至线粒体表面

的 Parkin 增加，线粒体自噬增强［11］。在阿尔茨海默

病小鼠模型中，通过增加 Parkin 的表达，可加强受损

线粒体的自噬清除作用［12］。

自噬小体有赖于经溶酶体吞噬降解。Bordi 等通

过对阿尔茨海默病不同病程阶段的海马组织进行分

析，以观察自噬 / 线粒体自噬过程在其中的改变。研

究发现，在疾病早期，自噬相关基因即出现上调，

自噬小体和溶酶体形成增多。然而，由于底物无法

及时清除，自噬流出现进行性地损害［13］。同样地，

在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外泌体的分析研究中，发现

溶酶体基本蛋白水解酶 cathepsin D，膜成分 LAMP-1
以及泛素蛋白水平升高，提示溶酶体功能受损，含

未分解内容物的溶酶体在神经元内蓄积［14］。这些研

究表明，在阿尔茨海默病中，线粒体自噬通路激活，

然而，溶酶体功能受损，导致自噬小体无法及时清

除，从而在神经元内堆积。

尽管线粒体自噬及时清除受损伤的线粒体，能

够减少氧自由基的释放和促凋亡因子的产生，具有

细胞保护作用。过量或不恰当的线粒体自噬，导致

神经元功能不足，最终导致细胞死亡。在 Corsetti 

等的研究中，N- 末端截断的 Tau 蛋白（N-terminal 

truncated Tau）在线粒体内也有分布，可募集大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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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kin 至线粒体，触发过量的线粒体自噬，引起突

触数量的减少。而抑制 Parkin 的表达，线粒体减少

趋势缓解，神经元死亡状况有所改善［15］。

四　线粒体自噬的两面性

线粒体自噬是在正常生理情况下控制线粒体质

量的必要反应，但是对于它是否总是有利于机体这

一问题，尚存在一定争议。有研究表明，过度的线

粒体自噬可加速细胞死亡。由此可见，线粒体自噬

是一把双刃剑，适度的线粒体自噬，是一种保护机

制；而线粒体自噬作用过度，则发挥有害作用导致细

胞死亡。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程中，疾病早期，线

粒体自噬增强可以加速受损线粒体的清除，缓解其

对细胞的损伤作用。而随着溶酶体功能障碍的出现，

增强的线粒体自噬产生了大量的自噬小体，导致溶

酶体超负荷，对溶酶体造成二次打击，进一步加剧

损伤［9］。因此，可以推测，通过控制和调节线粒体

自噬过程，或许可以延缓疾病进程，为今后研制阿

尔茨海默病的有效治疗手段提供依据。

五　问题与展望

从线粒体自噬方面探究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机

制，近年来取得一定进展，然而，仍有很多问题等

待在后续的研究中被解决，例如是什么分子机制导

致了最初的线粒体损伤；除 PINK/Parkin 通路外，其

他通路是否在阿尔茨海默病进程中发挥作用，机制

如何；以及如何通过对线粒体自噬的调节达到临床治

疗的目的。以上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进一步探

究。然而，目前用于对离体细胞线粒体自噬诱导的

药物，如 FCCP 和寡霉素 / 抗霉素，毒性大，作用不

特异，且不能激发生理水平的线粒体自噬，应用十

分有限。

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能充分理解阿尔茨海默

病和线粒体自噬之间的关系，同时能为阿尔茨海默

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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